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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

第九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時間：100年 09月 27日
二、地點：中原大學薄膜中心 2201會議室

      (中壢市新中北路 493 號)

三、主席：第九屆理事長 陳壽安教授

四、出列席人員：(敬稱略)
理  事－陳壽安、許千樹、馬振基、張豐志、何榮銘、邱文英、韋光華、劉英麟、謝國

煌、賴君義

監  事－陳信龍、林金福、陳志勇(何榮銘代)
2012高分子年會籌備－陳夏宗教授
第九屆秘書處會務人員－黃真真、陳靜瑩

五、請假人員(敬稱略）：
理  事－陳文章、林江珍、邱顯堂、廖德章、薛敬和
監  事－劉仲明、蘇安仲

六、記錄：黃真真

七、主席致詞(略)
－2012高分子年會籌備狀況說明(陳夏宗教授)
－第九屆海峽兩岸高分子研討會籌備進度說明(許千樹教授)
－J.P.R.學術推廣說明(陳壽安教授)
－獎章委員會舉辦進度說明(張豐志教授)
－會員委員會暨網路委員會(馬振基教授)

八、秘書處事務報告
－100 年度高分子學會各項獎章提名公告已於 6/15 學會網站公告，9 月進行當年獎章候
選人提名作業。目前已收到推薦書二份(賴君義、劉英麟理事推薦)，提供給獎章主任
委員張豐志教授，預計 12月第十次理監事會議中進行年度獎章得獎人確認，及獎牌製
作。

－2012高分子年會中將進行第十屆理監事改選。
－高分子學會年會支援需求(請主辦中原薄膜中心支援)
現場報到處

－報到區(3或 4張長桌)，作為現場報到及收款、收據開立、名牌製作等。
－報到 2位工讀生、筆記型電腦(現場會員資格查詢)
理監事改選選務支援工作

－投票箱 1個(第十屆理監事改選投票使用)
－於 2012高分子年會中同時進行第十屆理監事改選，現場需要一間會議室及 2~3位同學
協助開票與唱票。

九、各委員會執行進度說明

1. 2012高分子年會籌備狀況說明(陳夏宗教授報告)
－2012年高分子會議定於 2012年 1月 16(一)、17(二)日假中原大學真知教學大樓舉行。
本次大會由中原大學薄膜中心籌辦並延續跨學科領域研究議題：高分子化學、高分子

物理、光電高分子、生醫高分子與薄膜、高分子摻合與複合材料、高分子加工、纖維

與紡織，並新增「功能性薄膜」主題。

－相關重要時程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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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2012.01.16~2012.01.17
網站架設完成日：100年 09月 30日(委外)
徵稿/報名起始日：100年 10月 01日
論文全文及摘要截稿日期：100年 11月 30日(一律採線上投稿)
論文接受函寄發日期：100年 12月 20 日(陸續寄發)
網路報名截止日期：100年 12月 25 日
繳費優惠截止日期：100 年 12月 25日(一律採線上報名)
繳費截止日期 : 100年 12月 25日(郵局劃撥繳費)

－籌備委員會成員如下：

主任委員 : 賴君義講座教授 (中原大學化工系)
副主任委員: 陳夏宗院長(中原大學工學院)
總幹事 : 李魁然教授 (中原大學化工系)
－提醒主辦單位會議議程加入第十屆理監事改選(1/16中午前)與開票時段(1/16 PM5:00)。
－敬邀各理監事與學門踴躍參與年度盛會。

討論與決議：
相關議題經理監事會議討論與決議：

－本次活動著重在技職體系的老師參與，並提供老師 Oral報告的機會。
－以主辦單位主辦人陳夏宗教授名義發信邀請國內之專家教授出席。

－年會名稱中建議刪除「國際」，改為『前瞻高分子與應用學術研討會』。

－年會以 invited speak邀請李利教授進行年度演講報告。
－工作坊沿例辦理，便於廠商募款活動。

－論文英文發表以學生為主進行競賽。

－去年年會舉辦之產業論壇取消。

2.第九屆海峽兩岸高分子研討會籌備進度說明(許千樹教授)
－同上次報告，2011年第九屆海峽兩岸高分子學術研討會，目前預定舉辦時間為 101年

11月，地點規劃於花蓮太魯閣，本交流活動雙方同意仍持續依現有模式，每兩年兩岸
輪流舉辦舉辦一次。

－與會理監事討論決議，學會將以我方客座講員名義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吳奇教授出席此

會。

3.J.P.R.學術推廣說明(陳壽安教授)
－關於高分子最佳論文獎之選拔，本年度仍按照 96年辦法，由本會之學術刊物「Journal 

of  Polymer Research」（JPR），最佳論文獎之選拔仍以「論文被引用情形」作為標準
選出最佳論文一篇。

－目前 J.P.R.學術刊物新增副總編兩位，即：成大吳逸謨教授及交大韋光華教授；原副總
編蘇安仲教授因沒時間為 JPR服務，己提出辭呈。
－JPR已有 7,000定户。
－101~105學會本刊物進行贖回作業 100年年底前出清文章，將會影響到 IF值(目前 IF
值為 1.16)，目前為過渡期。
－年底前預計完成出刊費用支付及國科會補助計畫相關結案作業。

4.獎章委員會舉辦進度說明
－本會各類獎項(共五項)依照時程於 6月 15日年度之獎章候選人提名公告，本會獎章委
員會將於後續評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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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會員委員會暨網路委員會
－無。

十、 提案討論
(1)第十屆理監事提名候選人名單確認(馬振基主任委員)

討論與決議：
－本屆司選委員會共三人，馬振基(主任委員)；謝國煌；韋光華
－經與會理監事討論並決議，完成第十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附件一)，將於年會中進行
改選，由司選委員進行監票與開票作業。(※理事候選人至少提名 30位，監事候選人
至少提名 10位。)

(2)年度獎章理監事提名推薦作業(張豐志教授)

討論與決議：
於本次會議中完成理監事之年度獎章提名推薦作業。

後續作業：
－100 年度學會年度獎章推薦作業，秘書處已於 10/21 發 mail 通知負責聯繫教授，由推
薦人與被推薦人聯繫並協助完成推薦書。請於 11/30(三)前完成填寫推薦書，並將『推
薦書紙本』寄回秘書處。

－秘書處彙整後將提供給獎章主任委員張豐志教授，預計 12月第八次理監事會議中進行
年度獎章得獎人確認。名單匯整如下：

獎項名稱 被推薦人 負責聯繫教授 備註

高分子學會終身成就獎 李育德
● 陳信龍

● 何榮銘

高分子學會服務貢獻獎 陳文章 ● 張豐志

吳逸謨 ● 陳壽安 （推薦書已收到）

陳文章 ● 韋光華

何榮銘
● 張豐志

● 陳信龍

傑出高分子學術研究獎

林江珍 ● 林金福

傑出高分子應用獎 陳夏宗
● 賴君義

● 張豐志
（推薦書已收到）

張雍 ● 劉英麟 （推薦書已收到）
傑出高分子青年科技獎

鄭彥如 ● 許千樹 （推薦書已收到）

十一、 臨時動議
－有關 PPC13會議事宜。
由於 11月學會需要到韓國濟洲島報告，內容如下：
(1).確定會議舉辦地點
(2).分組規劃(至少 8個組)
(3).會議議程初步規劃

討論與決議：
－經與會理監事討論並決議，學會辦理之相關活動，需要在理監事會議中提出討論與記

錄，目前 PPC會議之創辦會員名單為廖德章教授及許千樹教授。
－第十屆理事長為本活動大會主席，目前之籌備主任委員為許千樹教授。

十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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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十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理事

姓名 編號 類別 服務單位 職稱

王  曄 P0151 永久會員 東海大學化工系 教授

白志中 G0009 團體會員 紡織綜合研究所 所長

吳丁凱 P0153 永久會員 波士頓生物科技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吳逸謨 P0329 永久會員 成功大學化工系 教授

李育德 P0015 永久會員 清華大學化工系 教授

李俊毅 P0017 永久會員 台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教授

林正良 P0695 永久會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化所高分子組 組長

林志清 G0020 團體會員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總經理

林唯芳 P0361 永久會員 台灣大學材料系 教授

芮祥鵬 P0696 永久會員 台北科技大學有機高分子研究所 教授

洪伯達 P0229 永久會員 台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教授

馬振基 P0033 永久會員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 教授

張豐志 P0042 永久會員 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教授

許千樹 P0043 永久會員 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副校長

陳  明 P0053 永久會員 中山大學材料與光學科學學系 教授

陳 雲 P0057 永久會員 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陳文章 P0230 永久會員 台灣大學化工系/高分子所 教授

陳志勇 P0185 永久會員 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陳信龍 P0362 永久會員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陳幹男 P0058 永久會員 淡江大學化學系 教授

陳壽安 P0060 永久會員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黃舜仁 G0007 團體會員 長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劉士榮 P0347 永久會員 長庚大學機械系 教授

劉貴生 P0333 永久會員 台灣大學高分子所 教授

蔣見超 P0277 永久會員 中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鄭武順 G0017 團體會員 達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鄭廖平 P0354 永久會員 淡江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教授

賴君義 P0091 永久會員 中原大學薄膜技術研發中心 教授

韓錦鈴 P0097 永久會員 宜蘭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教授

蘇宗粲 P0389 永久會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化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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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監事

姓名 編號 類別 服務單位 職稱

何榮銘 P0386 永久會員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宋光夫 G0025 團體會員 奇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江珍 P0322 永久會員 台灣大學高分子所 教授

邱文英 P0026 永久會員 台灣大學高分子所/化工系 教授

韋光華 P0261 永久會員 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教授

張瑞欽 G0011 團體會員 華宏新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廖德章 P0079 永久會員 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 教授

劉英麟 P0451 永久會員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薛敬和 P0093 永久會員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 教授

謝國煌 P0094 永久會員 台灣大學化工系/高分子所 教授


